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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館「秒辦」旅行證 何生復得雙肩包
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 郭立陽

外 交 公 署 領 保 專 欄

香港的何先生因為工作原因常到歐洲。
那次他到歐洲是開會，經比利時布魯塞爾
中轉，計劃下午3點飛往瑞士。上午11點，
何先生來到了布魯塞爾火車北站，準備乘
短途火車前往機場。由於時間還早，何先
生跟其他旅客一樣坐在候車廳裡等候，雙
肩包和行李箱就放在身邊。不久，登車時
間到了，何先生準備起身的一剎那，發現
雙肩包不見了！

他猛地想起，就在幾分鐘前，一個當地
面孔的人過來用中文跟他說「你好」，兩
人便聊了幾句。一定是那會兒丟的，包裡
有筆記本電腦、香港特區護照和身份證，

還有重要的材料……怎麼辦？！何先生感
到頭皮一陣發麻。平復了一下心情，何先
生掏出手機，查到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的
緊急領事保護電話撥了過去。他焦急而又
不安地等待電話接通，內心並不確定大使
館具體能幫他做些什麼。

接電話的是大使館的王聖之領事。何先生
忙不迭地講述了事情經過。王領事認真聽完
後，安撫何先生不要着急，並以最簡潔明了
的語言指導何先生接下來該怎麼做……後
來，何先生告訴王領事，他當時就像吃了一
顆定心丸。按王領事告訴的步驟，他馬上撥
打了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
港居民24小時熱線1868」，告知在大使館緊
急辦理國際旅行證件的需求；同時就近報

警，報告被盜證件和物品明細；取得報警證
明後，又立即趕往大使館。

中午12點多，何先生趕到了大使館。儘
管是午飯時間，但王領事仍在等他，手裡
拿着給何先生準備的表格和一杯熱水。王
領事馬不停蹄，一會兒在服務窗口外協助
填表、照相，一會兒在窗口裡面錄入資
料、收發傳真……在「協助在外香港居民
小組」的支持下，何先生的中國公民身份
也很快得到核實。王領事馬上啟動製證程
序，何先生很快便拿到了大使館緊急頒發
的旅行證，幸運地在航班登機手續櫃枱關
閉前趕到機場，順利搭上原定航班。

關於那個失竊的雙肩包，何先生之前在當
地警局了解到，盜竊分子常常在歐洲流竄作

案，被盜物品尋回的機會渺茫，他幾乎不抱
任何希望，只是作為申辦旅行證的程序，將
報警證明給王領事留了個影印本。但完全沒
有想到，三天之後他竟然收到了王領事的消
息，「您的雙肩包找到了！已協助從警局取
回，內有證件和材料若干。」

何先生驚喜不已，但想到如何取回雙肩
包，他又犯了難。瑞士的會快開完了，過幾
天還會經布魯塞爾轉機回港，但只有不到2小
時的過境時間，要去大使館取包再回機場，
無論如何是來不及的，而雙肩包裡的材料十
分重要，如果之後郵寄又怕誤事。王領事了
解到這一情況，積極為他想辦法，無奈何先
生在比利時無親無友，代取代送都行不通，
最後王領事考慮到情況特殊，決定親自幫他

把包送到布魯塞爾機場。1月的布魯塞爾天氣
是陰冷的，何先生從王領事手裡接過雙肩包
的那一刻，心頭卻是暖暖的。他說，這次不
幸卻又萬幸的難忘經歷，會一直銘記。

■布魯塞爾國際機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新年
度施政報告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最
終方案，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出席
一個兩岸四地養老保險與退休基金制度
管理的研討會時致辭表示，在取消「對
沖」安排實施後，僱主為僱員所作的強
積金供款將可保留在僱員的強積金戶
口，為僱員退休提供更好的保障。他強
調，特區政府將提供差不多300億元的
財政資助，充分顯示本屆政府維護僱員
的退休保障的決心。而為進一步便利
選擇到內地養老的長者，政府也會把
更多的長者現金津貼擴展至廣東及福
建，向在該兩個省份定居的香港長者
每月發放津貼。
張建宗指出，近年香港社會一直討論如
何改善退休保障制度，而特區政府設的扶
貧委員會於2015年開展為期6個月的公眾
參與活動，那是香港特區自1997年成立以
來第一次由政府發起，就退休保障進行的
大型公眾討論，「這說明政府清楚認識到

人口快速老化帶來的挑戰，並致力為長者
提供更妥善的支援，讓他們能夠安享晚
年。」

公共資源需用得其所
他表示，經過6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

後，政府認為香港應該繼續採用現在的
多支柱退休保障制度，同時也決定不採
納全民方式「不論貧富」的退休金方
案。他指出，原因在於四大因素，一是
香港人口正急劇高齡化，勞動人口預期
會由2023年起下降，至2038年長者人口
佔30%，必須能夠有能力負擔退休保障
的潛在開支。
二是財政上的可持續性，他指若推行

全民方式「不論貧富」的退休金方案，
向每名長者提供每月約3,000元退休金，
未來50年的開支會高達24,000億元的額
外開支，特區政府必須謹慎行事，以免
需要承擔的費用最終耗盡政府的財政儲
備。第三是公平問題，因為公共資源有

限，「我們要撫心自問，怎樣才能以比
較公平的方式去幫助有需要的市民？」
第四是全面保障，因退休保障不應單單
包含財政資助，醫療服務及社區照顧也
十分重要。
張建宗並指出，樂齡科技是安老服務

和創新科技的結合，更是應對高齡化社
會的重要策略之一，政府已撥出10億元
成立「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資
助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試用、購置或租
借科技產品，以改善長者的生活，並減
輕護老者和護理人員的負擔和壓力。

張建宗：續擴更多粵閩長津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將垃
圾徵費的收入用於推動減廢
回收，達至專款專用效果，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形容這是政策上的突破，
政府會盡快將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希望盡快獲
得通過，讓香港進入垃圾徵費的準備期。
黃錦星昨日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政策簡報

會上承認，在香港落實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存在一
定挑戰，但外地經驗顯示，垃圾徵費對減廢回收
有正面成效。
他指出，政府在今年施政報告作出適當優化，

提出將垃圾徵費的收入用於推動減廢回收，達至
專款專用效果，是政策上的突破，政府會盡快向
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希望議員盡快通過。

設「逆向售貨機」回收塑膠容器
環保署副署長吳文傑表示，未來推動減廢工

作，包括在全港設立外展隊，協助市民和物業管
理人員落實徵費、源頭減廢及回收工作；並會推
出先導計劃，免費回收非工商業廢塑膠和工商業
廚餘，及推行「逆向自動售貨機」，方便市民回
收塑膠容器。

民記議員關注保育電價議題
民建聯漁農界議員何俊賢關注，如果將來政府
填海造地，會如何保護海洋？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唐智強回應指出，如要進行大型基建，政府需展
開環評工作，屆時會檢視對陸地及海洋保育的影
響，環評報告將公開透明，亦是法定程序。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放寬村屋屋頂安裝太陽能

板的高度限制，由1.5米放寬至2.5米。民建聯議
員葛珮帆在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上關注有人提
出以僭建方式安裝太陽能板，以便在「上網電
價」計劃下「賺到盡」，或會為村屋帶來結構隱
憂。
黃錦星回應指出，已與有關部門包括屋宇署及

機電署協作，以確保安全。至於農地上實施「上
網電價」，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認為可以考慮，
但土地規劃或會改變，政府可研究如何簡化程
序。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關注在政府的電費紓緩計劃

下，未來電費的升幅可能比補貼大，政府會否調
整補貼金額？唐智強表示，政府的估計是建基於
未來燃料價格的計算，應可覆蓋一半市民之電費
升幅，但實際變動要視乎市場價格，現階段無計
劃調整補貼金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垃圾徵費盡早交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出席港珠澳大
橋通車儀式後，會於傍晚啟程前往
北京，展開一連三天的京冀之行。
在京期間，她將出席第四次「京港
合作會議」及第二十二屆「北京·香
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開幕式，
亦將拜訪中央部委和北京市領導。
她將於周四轉往河北，與省領導會
晤和進行考察，並於當日傍晚返
港。
「京港合作會議」前身為「京港經

貿合作會議」，成立於2004年，並先
後召開三次會議。林鄭月娥年初拜訪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和市長陳吉寧時，
雙方都同意盡早召開新一輪會議，以
促進兩地在經貿、民生和社會事務等
多方面合作。
「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

會」自1997年起每年一度在兩地輪流
舉行，行政長官去年亦在香港出席洽
談會。洽談會今年以「攜手『一帶一
路』建設，譜寫京港合作新篇章」為
主題，將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和擴
大開放、科技和文化創新、重大工程
建設，以及城市治理等多個範疇舉辦
多項專題活動。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行政長官辦公
室主任陳國基均將隨行。林鄭月娥離
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署理行
政長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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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沙中線紅磡站爆出剪鋼筋醜聞已數

月，調查委員會昨日召開正式聆
訊，調查委員會、分判商盈發地基、泛
迅建築、中科及總承建商禮頓的代表律
師分別發表開展聆訊陳詞。
禮頓首次就事件開腔回應，其代表律
師資深大律師石永泰在陳詞時指，禮頓
沒有剪鋼筋，亦沒有收過指示，或容許
任何人去剪鋼筋。而禮頓工程師Edward
Mok給予委員會的證供說，3次發現一共
有8條鋼筋被剪。石永泰指，禮頓承認被
剪鋼筋位置在C區，並已作出修正。

指口供前後不一 三萬變一千
提出指控的潘焯鴻亦有出席聆訊。石
永泰反駁潘沒有證據，亦沒有解釋禮頓
為何和怎樣繞過例行檢查作出大規模剪
鋼筋，又指中科於2016年初落石屎，1
年後才作出指控，質疑如果中科覺得問
題這麼大，為何仍然落石屎，是否將公
眾安全置於風險？
石永泰又指潘焯鴻去年發電郵予禮
頓，指有3萬支鋼筋被剪，今年向港鐵改
口指1,000支，又一度向禮頓說有過萬張
相片做證，但最終只交了5張做證據。
石永泰透露，中科提出指控時，正值
跟禮頓在商業上有糾紛的關鍵時刻。在
2017年1月初，中科要求禮頓支付600萬
元工程費，禮頓因中科趕不上工程進度
而拒付，去信通知完成工程才付600萬
元，翌日中科即向禮頓發出兩封電郵，

分別提出鋼筋問題，以及說約了傳媒訪
問。

泛迅：剪筋費時失事 無理由做
負責扎鐵的泛迅則指，剪鋼筋假裝駁
好是欺詐行為，若屬實，公司沒有可能
再立足，又指將鋼筋扭入螺絲帽只消20
秒至30秒，但剪鋼筋則要一兩分鐘，沒
理由花更多時間去剪鋼筋，而工地亦沒
有油壓剪剪鋼筋。不過泛迅承認，因為
工人的「手工問題」，有8支鋼筋未能與
螺絲頭妥善接駁。

中科興業：剪筋工人穿禮頓背心
中科的代表律師則指，潘焯鴻及其他
員工，於2015年至2016年間見過有人剪
鋼筋，其中數次，剪鋼筋的工人穿着禮
頓的背心。
負責興建連續牆的盈發地基之代表大律

師Julian Cohen在陳詞時表示，盈發地基
負責興建430米長、高20米至60米的連續
牆，是一幅很大的連續牆，工序包括挖地
至指定深度、固定挖掘坑和注入石屎等。
他表示，盈發興建連續牆，是根據禮
頓提供的設計和指示，對於連續牆的設
計、採購給盈發安裝在連續牆上的螺絲

頭之質量，以及是否取得屋宇署批准，
盈發均沒有法律責任。盈發亦沒有參與
月台層板工程，也沒有負責連接鋼筋與
螺絲帽的工序。
代表委員會的資深大律師Ian Pennicott

表示，近日有與調查委員會相關的報
道，當中的電郵和圖片是來自今次聆
訊，他提醒今次調查屬於司法程序，如

果將資料披露給第三方是違法。
他又指，關注連續牆竣工情況，但委

員會未收到竣工圖，聽說仍然準備中。
而由路政署聘請、監察工程的運基顧問
有限公司，以及設計顧問阿特金斯有限
公司將加入作供，他們稍後會提交證人
供詞。代表港鐵的資深大律師翟紹唐及
代表政府的許偉強則於今天陳詞。

■沙中線擴建工程調查委員會昨日展開聆
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一直未就事件開腔的工程總承建商禮頓之代表律師，在陳詞時否認有剪鋼筋，又反
駁指控是沒有證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沙中線紅
磡站被指部
分鋼筋被剪
短。
資料圖片

■政府將長者現金津貼擴至廣東及福建，向在粵閩定居的香港長者每月發放津貼。圖
為工聯會2013年8月在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協助長者申請「廣東計劃」。 資料圖片

禮頓首開腔 否認有剪筋
反駁中科興業：指控無證據「如有問題何不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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